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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需求推动未来网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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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现有网络也还面临着严
峻挑战峻挑战

挑战1：由于传统网络结构不灵活 不能适应不断涌现的新业挑战1：由于传统网络结构不灵活，不能适应不断涌现的新业

务需求，网络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峻，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产业价值链难以为继。

挑战2 速 息 难挑战2：互联网流量飞速增长，信息冗余传输严重，网络难以

适应未来信息海量增长的需求。应未来 海 增 需求

挑战3：信息网络和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巨大空间，但

现阶段信息网络在实时性、安全性、灵活性等方面满足不了应

用需求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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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1：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挑战

——运营商骨干网扩容缺乏有效商业模式支撑

OTT业务爆炸式发展对运营商骨干网造成极大冲击。

运营商骨干网扩容缺乏有效商业模式支撑

谁愿无偿承担OTT业务的基础网络建设。
• 2014年11月，AT&T宣布停止高速光纤互联网投资。年 月， 宣布停 高速光纤 联网投资

若没有完善的基础网络支撑，OTT也将失去明天。

基础网络设施
55



挑战1：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期待更好的网络服务质量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期待更好的网络服务质量

据据调查，调查，85%85%用户愿意为更好的业务体验支付最高用户愿意为更好的业务体验支付最高25%25%溢价。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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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1：传统互联网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期待更好的网络服务质量（续）

 2013.01，Google与法国电信达成合作，以向后者额外付费的方式获取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期待更好的网络服务质量（续）

流量的优先级权限。

 美国Netflix视频服务占据北美互联网下载流量的近三分之一，其所需的巨

大流量让有线电视运营商的网络负载过重。2013年10月开始，Comcast

订阅用户在黄金时段获取Netflix视频内容的平均数据流速度下降了27%。

2014年2月，Netflix同意向Comcast付费，以确保其用户获得更快的网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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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2—全球IP流量快速增长

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IP流量高速增长，将会给电信运营商
络基础设施带来 大 力 挑战网络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及挑战。

 2010年到2011年，全球互联网流
量增长了两倍，按此估计10 年后量增长了两倍，按此估计10 年后
，全球互联网流量将增长1000多
倍（高通）。

 预计至2018年 全球IP总流量将达 预计至2018年，全球IP总流量将达
到1.6泽字节，这一数字将超过
1984年到2013年全球所有IP流量
总和（1.3 泽字节）。 (思科)

 亚太是IP网络流量增长最快的地区
，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国际流量和，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国际流量和
带宽也快速增长。

 2013年Q1，中国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达2 7亿G 增幅56 5% 移动流量达2.7亿G，增幅56.5%，移动
互联网接入月户均流量达117.4M
。 （工业与信息化部） 。Source： TeleGeography 88



挑战2—运营商频繁扩容

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五期 六期 七期

图 历年China169骨干网带宽和投资情况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五期 六期 七期

投资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169历史投资（万元） 11614 20795 22367 21579 30663 45792 82399169历史投资（万元） 11614 20795 22367 21579 30663 45792 82399 

169带宽（G） 55 250 829 1749 3211 6337 14160 

扩容带宽（G) —— 195 579 920 1462 3126 7823扩容带宽（G) 195 579 920 1462 3126 7823 

运营商每年都在翻番建设，但是骨干网和本地网利用率都高达90%
多，几乎是满负荷的运行。 99



现有网络的问题
——跨ISP网络延迟严重，80%网络处于非健康状态跨ISP网络延迟严重，80%网络处于非健康状态

Healthy < 90ms 90 < Warning < 180ms Critical > 180ms

STAT PERCENT

Healthy 17.41%

Warning 49.73%

Critical 32.85%

中国不同省内不同ISP之间的网络延
迟(延迟CDF 85% ,  工作日20:00 –

22:00)

CHN UNI CMN CTT
CHN 67 146 130 81
UNI 146 83 96 90

2010年5月24日测量结果

CMN 130 96 91 82
CTT 81 90 82 54

China Internet  Date:2010/05/24‐2010/05/25

2015年1月，全球最大的CDN服务商美国Akamai公司最新
发布的互联网报告显示：我国宽带网络在全球排名为75位 1010



挑战2—网络内容大量重复（冗余）传输

互联网大量内容重复（冗余）传输

–图片、微博、视频等大部分内容分发型应用存在大量重复传输问题

• 在线视频流量将会占据互联网90%流量（ Cisco预计）

• 视频重复传输问题严重，如优酷2011年播放量过亿次电视剧有30部

视频流量快速增长 优酷大量视频重复传输
1111



挑战3：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必然趋势
——互联网+

 “互联网+”不仅是互联网应用的扩展，更强调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

互联网

。

 “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工业4.0、中国制造2025等在理念上是一

中国：“互联网+”战略、中国制造2025

脉相承的。

美国：工业互联网
德国：工业4.0 
英国：英国制造2050
日本：机器人新战略

全球发达国家“重金融 轻工业”的思维开始扭转 纷纷制定国全球发达国家 重金融、轻工业 的思维开始扭转，纷纷制定国
家级战略，推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抢占发展制高点。

1212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必然趋势
——互联网+互联网

互联网+：推动移
动互联网、云计算动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
等与现代制造业结
合，促进电子商务合，促进电子商务
、工业互联网和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引导互联网企业

• 互联网+将进一步激发互联网对传统
领域的渗透 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在

，
拓展国际市场。

领域的渗透，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iGDP）
不断上升 2013年 iGDP升至4 4%不断上升，2013年，iGDP升至4.4%
，美国为4.3%，中国已达全球领先
国家水平。

年到 年间 联 在中• 2013年到2025年间，互联网在中国
GDP增长中贡献可望达到7%到22%。

——麦肯锡 1313



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发展必然趋势
——工业互联网的新需求

全球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感应
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融合 通过智能机

业互联网的新需求

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融合。通过智能机
器间的连接并最终将人机连接，结合软
件和大数据分析，重构全球工业、激发
生产力

传输数据传输结果 给互联网带来的挑战：

生产力。

云网络：

安全可靠：工业数据传
输对安全性要求很高

实时性 控制 调整
工厂：
产生数据

云网络：
分析数据形成可视

化结果

实时性：控制/调整工
业生产信令需实时下达

服务等级区分 付费不控制/调整
工业生产

服务等级区分：付费不
同的工厂可以得到不同
的QoS服务

分享结果 控制信令
的QoS服务

海量数据处理能力
1414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安全问题

2014年，德国境内一个钢铁厂遭遇网络黑客攻击，黑客攻击年，德国境内 个钢铁厂遭遇网络黑客攻击，黑客攻击
了工厂钢铁熔炉控制系统，让钢铁熔炉无法正常关闭。黑客
通过使用鱼叉式网络钓鱼攻击，渗透到工厂的业务网络，并
且控制了关键系统且控制了关键系统。

1515



为实现互联网+，必须采用新的互联网技术架构
—未来网络成为全球竞争焦点未来网络成为全球竞争焦点

科研与试验网 产业界 标准化组织科研与试验网 产业界 标准化组织

• 美国：GENI, 50+ + 200+节点
• 2011年，ONF

(开放网络联盟 1500 会员)
• 美国：AT&T 、思科、 IBM、微软美国：G , 50 00 节点

，
• 欧盟：FIRE
• 日本：RISE

(开放网络联盟，1500 +会员)

• 2012年，NFV

(网络功能虚拟化，230 +会员)

美国 、思科、 、微软
英特尔、谷歌、亚马逊

• 欧盟：德国电信，西班牙电信
• 日本：NEC，NTT

• 韩国：K-GENI
• 欧盟投入20亿欧元，支持100 +

项目

• 2013年，OPEN DAYLIGHT

(开源网络操作系统，154 +会

员)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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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架构：未来网络的一些候选方案

内容中心网络(CCN) 未来移动网络(MobilityFirst)软件定义网络(SDN)

云网络(Nebula) 可表述网络(XIA) 可选网络(ChoiceNet)

………… ……
1818



以内容为中心的新型网络架构(CCN)

。。
CCN/NDNCCN/NDN、、NetInfNetInf等方案将可能成为未来网络发展的一种候选技术等方案将可能成为未来网络发展的一种候选技术

。。 1919



以内容为中心的新型架构(CCN)

CCN：通信网络架构由以IP为纽带转向以信息内容为纽带。

36 7M

36.7M
Views

通信网络架构由以 为 带转向以信息内容为 带

36.7M
Views ISP2

ISP4

Views

ISP ISP1 ISP4

ISP
ISP3

图片来源：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张北川教授 2020



IETF组织开始讨论CCNx 协议

• CCNx Semantics (draft-mosko-icnrg-
ccnxsemantics-01), March 2015

• CCNx Messages in TLV Format (draft-
mosko-icnrg-ccnxmessages-01), 
March 2015

• CCNx Labeled Content Information (draft-
mosko icnrg ccnxlabeledcontent 00)mosko-icnrg-ccnxlabeledcontent-00), 
January 2015

• CCNx Content Object Chunking (draft-
mosko-icnrg-ccnxchunking-00), January os o c g cc c u g 00), Ja ua y
2015

• CCNx End-to-End Fragmentation (draft-
mosko-icnrg-ccnxfragmentation-00), 
January 2015

• CCNx Publisher Serial Versioning (draft-
mosko-icnrg-ccnxserialversion-00), January 
2015来源 NDN官方网站 2015

2121

来源：NDN官方网站



软件定义网络(SDN)

软件定义网络通过建立一个新的网络模型，通过数据转发平面和控
制管理平面相分离，构建一个开放、可控、安全的新一代网络。

2222



软件定义网络(SDN)

SDN实现的目标SDN实现的目标
数据平面和控制平面的分离 用户

实现网络可编程
—网络设备资源的可定义、可编程

—网络设备运行状态及网络状态的实时反馈

SDN带来的优势

上层应用

控制器带来的优势
使复杂网络简单化

增加网络部署的简约化及灵活性

控制器

数据转发设备

2323

增加网络部署的简约化及灵活性

增加网络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网络和业务之间双向感知：从
传统松耦合向紧耦合发展。

2323



Google数据中心网络解决方案
——通过SDN将链路使用率从平均的30%提升至接近95%通过SDN将链路使用率从平均的30%提升至接近95%

整体解决方案分为三层：

1）全局控制层：全网流量工程；

2）局部网络控制层：数据中心控
制 器 （ ） 其 上 运 行制 器 （ NCS ） ， 其 上 运 行
OpenFlow集群（OFC），使用
Paxos协议实现控制器主从备份
；

3）物理设备层：交换机，运行
OpenFlowAgent（OFA）；OpenFlowAgent（OFA）；

整体解决方案

2014年，为了满足业务的2 年，为了满足业务的
需求，Google投入92亿美
元，利用网络最新技术建

交换机

设骨干网。

2424



SDN/NFV对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变革性影响

SDN技术将带动信息网络领域新 轮的发展
2012年，13家全球一线电信运营商
共同发起成立了网络功能虚拟化（ SDN技术将带动信息网络领域新一轮的发展共同发起成立了网络功能虚拟化（
NFV ， Network Functions
Virtualization）组织

• AT&T
• BT

C t Li k

• NTT
• Orange

TelecomItalia• CenturyLink
• ChinaMobile
• Colt

• TelecomItalia
• Telefonica
• Telstra

V i• DeutscheTelekom
• KDDI

• Verizon

From：NetworkFunctionsVirtualisation–IntroductoryWhitePaper

目前已有250家网络运营商、电信设
备供应商、IT设备供应商以及技术供
应商参与 (2014-10) y应商参与。(2014-10)

2525



抢先布局网络操作系统

 2013年4月，思科、IBM、微软等18
家 联 手 合 作 建 立 开 源 SDN 项 目

 2014年12月，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SDN先驱创立的非营利性家 联 手 合 作 建 立 开 源 SDN 项 目

OpenDaylight，打造开源网络操作系

统。

伯克利分校SDN先驱创立的非营利性

组织ON.Lab也紧锣密鼓地推出了自己

的开源SDN操作系统——ONOS。

现状：1)各家利益正在多方博弈； 2)北向接口与东西向接口协议刚刚开始讨论；
3)扩展性、可用性、性能等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AT&T在未来网络领域发展

 2015年4月7日，美国运营商AT&T宣布，基于软件定义网络技术SDN实现的“

按需网络”( )服务已经扩展至100个城市 2020年A & 公按需网络”(Network on Demand)服务已经扩展至100个城市，2020年AT&T公

司75%的网络设备将由SDN/NFV等新的技术组成。

 2015年6月 AT&T宣布关于Domain 2 0 2015年将完成该计划的5% 到2016 2015年6月，AT&T宣布关于Domain 2.0，2015年将完成该计划的5%，到2016

年将打好网络软件化和云化的根基，进入加速推动软件化的高速通道。

 2015年7月25日，AT&T收购DirecTV公司，成为美国最大付费电视服务商。

 到2020年，AT&T网络75%将由软件构成，AT&T将变成“一家软件公司”。

2727来源：AT&T白皮书网



AT&T业务全貌

AT&T�业务

个人业务 行业业务

Wireless U verse Digital Life
Mobile Network Network� Cloud Hosting VoiceWireless U-verse

Cell�Phones�
&Devices Digital�TV

Digital�Life Service Service Security Services
g

Services Services

Unified
Ethernet�
Service Cloud�Storage

Connected
Devices

&Devices

Internet Communic
ations

VPN�Service

Wi-Fi�Solutions

Cloud�
Networking

AT&T�Private�

Home�Phone Application
Services

Internet�
Connectivity

DWDM�and�SONET�
Ring�Services

k

Cloud

Virtual�Desktop�
Serivice

• AT&T目前主要实现行业应用，重点聚焦将网络服
务迁移到基于SDN的网络对外提供服务

2828

Network�
Sourcing

Internet�
Integration

务迁移到基于SDN的网络对外提供服务。
• 2015年2月，已将Ethernet Service 服务加入“
随选网络”（Network on Demand）

来源：AT&T官网



国内电信运营商在抓紧布局未来网络

 2014年11月，中国电信在互联网大
会提出 转型战略 年 开始会提出B2I转型战略。2015年，开始
在ChinaNet、CN2两张全国骨干网的
基础之上，打造第三张全国性骨干基础之上，打造第三张全国性骨干
网络，主要用于数据中心之间的节
点互联，该网络采用SDN技术架构。

来源：中国电信SDN生态链

 2015年1月，中国移动携手合作厂商
成立OPNFV实验室。2015年7月，中

来源：中国电信SDN生态链

国移动在GSMA上海展提出下一代革
新网络NovoNet愿景。

 2015年7月，中国联通集团成立SDN
推进领导小组，研讨制定SDN/NFV发
策略展策略。

来源：中国移动技术愿景2020+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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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未来网络的主要研究方向第二部分 未来网络的主要研究方向

第三部分 国内未来网络的进展情况



探索科研体制与机制创新——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

我国未来网络发展历程

南京市人民政府

国内开始研究2005
集中力量办大事

南京市人民政府

组织中科院计算所+清华+
北邮，开展自主研发2007

积极探索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2011

积极探索科技体制机制创新

江苏省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2011 要我创新→我要创新

已聚集11位院士，18个团队，500多研发人员。
激发“草根”科技人员原始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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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制定网络SCN的提出

• 简单、开放、可扩展
安全可靠• 安全可靠

• 融合融合
• 高效、灵活调控网络及信息资源

服务定制网络（SCN）
S i C t i d N t kService Customized Network

3232



交通运输体系给我们的启示

交通运输体系交通运输体系差异化运输方式：：

普通公路不收费 高速公路收费 普通列车低收费高速公路收费 普通列车低收费

高铁高收费 航空提供差异化服务高收费水运低收费高铁高收费 航空提供差异化服务高收费水运低收费

 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并支付不同费用。用户可根据需求，选择不同交通运输方式，并支付不同费用。

 目前互联网目前互联网不按照流量收费不按照流量收费，，类似于类似于普通公路不收费普通公路不收费：：都保证不了服务质量都保证不了服务质量。。

 网络能够灵活提供网络能够灵活提供差异化服务质量保证差异化服务质量保证，势在必行。，势在必行。 3333



服务定制网络SCN架构

 创新：服务定制网络架构SCN

SCN(Service�Customized�

Network)

 攻克组网核心技术和三大核心平台

 获得国际知名专家高度认同

为我国未来网络发展

软件定义路由器平台内容管控 调度平台 大数据测量感知平台

奠定了技术基础。

软件定义路由器平台内容管控及调度平台 大数据测量感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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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CN架构的未来网络试验网（2013.08.082013.08.08开通）开通）

虚拟网络（128个）

未来网络将• 已在南京、北京、上海、

车联网

未来网络将
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

广州、西安等26个主要城市

完成部署。

国内80多个创新团队以及

能源互联网

• 国内80多个创新团队以及

美国XIA、欧盟团队在试验

网中进行试验。

工业互联网

网中进行试验

• 已与现有互联网及欧美未

来网络实验网互联互通。

“普通马路”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专用车道”

“高铁”“高铁”

“飞机” 3535



小结：未来网络是我国建设网络强国有力抓手

络 成为 撑 代社会 济 社会进 技创新 网络已成为支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创新
的重要基础设施。现有网络无法从根本上满足经济、社会
与安全的迫切需求 未来网络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网络技与安全的迫切需求。未来网络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网络技
术将具有巨大的前景和价值。

 未来网络领域正好是一个机会，国内国外与虽有差距，但
是应该都处于刚刚开始阶段，目前正处于我国从网络大国是应该都处于刚刚开始阶段，目前正处于我国从网络大国
向网络强国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产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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